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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 1月 25
日宣布将世界“末日之钟”拨快 30秒，距
离象征世界末日的午夜仅剩 2分钟。这
是“末日之钟”设立以来第二次被拨至历
史最高风险水平。此前，只有在美国试
爆第一颗氢弹后曾调至这个水平。

然而，随着美国新版《核态势评估》报
告出炉，“末日之钟”或将走得更快。与
2010年初公布的上一版《核态势评估》报
告相比，新版报告在安全环境判断、核战略
选择、核力量发展等方面出现重大变化，通
篇贯穿着“美国优先”理念和“以实力求和
平”的思想。舆论担心，美国核战略调整
“将引爆新一轮核军备竞赛”。

略显荒谬的“危机感”

对安全环境的判断明显夸大

其词，为其扩大核武库寻找借口

8年前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美国
政府宣布裁减核武器库、降低核武器在国
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以及不再发展新
的核武器、停止核试验。然而，8年之后，
美国却调门突变，声称美国应研发更多种
类的核武器，丰富核打击手段，提升美国
的核威慑能力。这一转变源于美国对安
全环境夸大其词的判断以及理由并不充
分的“危机感”。

报告称，“美国为降低核武器在国际
事务中的作用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
美国的主要潜在对手在各自的安全战略
中都没有淡化核武器的作用，也没有减
少核武器的数量”。美国总统特朗普也
指责“其他拥核国增加了核储备，开发出
威胁其他国家的新武器”。
“其他拥核国”中，俄罗斯与中国自然

首当其冲。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
俄称为“修正主义国家”，到任内首个国情
咨文把中俄称为“对手”，特朗普政府似乎
已然把“中俄威胁”当作了口头禅。

报告认为，俄罗斯研发新的核弹头和
发射装置，研发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高超
音速滑翔式飞行器及洲际水下自主核鱼
雷，“对美国战略防御体系构成威胁”。中
国则“正在对其可观的核力量进行扩充和
现代化升级”，“打算获得新的核能力，从
而在西太平洋上挑战美国的利益”。

报告对朝鲜和伊朗表示担忧，称朝鲜
距离拥有可打击美国的核弹道导弹可能
只有数月时间，而伊朗不仅有发展核武器
的强烈愿望，还保留了必要时在一年内发
展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和能力。

报告还对核恐怖主义表示了担心。
报告认为，拥有核武器或制造核武器的
国家越多，恐怖分子获取核武器的潜在
风险就越大。“考虑到恐怖主义血腥暴力
的本性，可以肯定，一旦恐怖分子获得核
武器，必然会使用”。

另外，报告还指出，技术突破可能使
美国核力量或指挥控制系统受到攻击，
包括传统威胁、核生化威胁和太空网络
威胁在内的混合威胁，进一步加大了这
种可能性。

在观察人士看来，美国的这种担心

虽然并非全无道理，但总体而言，其对安
全环境的判断明显夸大其词。这种“危
机感”与其说是出于对威胁的前瞻，不如
说是要为其扩大核武库寻找借口。

耗资巨大的“小目标”

拥有最强大核武库，仍要对其

核力量进行现代化改造和扩充

夸大威胁之后，列项目向国会伸手
要钱，这对美国国防部来说，已然成为不
成文的“套路”。

此番出炉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也不
例外。美国国防部曾提出，未来 30年将
花费 1万亿美元对美国核武库进行现代
化升级和扩充。报告认为，平均下来，相
关费用最多占到年度国防预算的 6.4%。
显然，在报告起草人眼中，这根本就是一
个“小目标”——报告认为，相比 20世纪
80年代的 10.6%和 60年代初的 17.1%，这
样的投入，既是美国负担得起的，也是完
全值得的。

弹道导弹核潜艇是美国“三位一体”
核力量中生存能力最强的一根支柱，其最
大优势是隐蔽性。目前美国有14艘“俄亥
俄”级战略核潜艇，装备“三叉戟-2”潜射
弹道导弹。美国计划用至少12艘“哥伦比
亚”级战略核潜艇取代“俄亥俄”级，预计
第一艘“哥伦比亚”级将在2031年投入使
用。海军将从2020年开始研发与“哥伦比
亚”级核潜艇相匹配的新型潜射弹道导
弹，以替换“三叉戟-2”导弹。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是美国“三位一
体”核力量中反应最快的一根支柱，能在
30 分钟内打击全球范围内的任何目
标。目前，美国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包
括 400枚“民兵-3”型导弹，分散部署在
几个州的地下发射井。美国已经提出
“陆基战略威慑”计划，将于 2029年替换
“民兵-3”型导弹，并对 450处洲际弹道
导弹发射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

重型轰炸机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力
量中最灵活的一根支柱，可携带多种不
同当量的核武器，可前沿部署，可空中加
油，打击范围几乎覆盖全球。目前，美国
的战略轰炸机包括 46架可携带核弹头
的 B- 52H 和 20 架 B- 2A。考虑到 B-
52H和 B-2A老化以及对手防空能力的
持续提升，美国启动了研发下一代轰炸
机的项目，即 B-21“突袭者”远程轰炸
机，预计21世纪 20年代中期服役。

与此同时，报告还提出一系列核弹头
延寿与更新计划，包括 2019 财年完成
W76-1型弹头的延寿计划，2019财年完
成W78弹头的更新计划，2024财年完成
W88 弹头的改进计划，2031 财年完成
W80-4弹头的延寿计划。此外，报告还
要求国家核安全局到 2030年，每年至少
生产 80个钚核；保持必要时恢复地下核
试验的能力，以“应对严峻的技术和地缘
政治挑战”。

战术核力量是核力量建设的另一
个重点。美国在冷战期间拥有种类多
样、数量巨大的战术核武器，然而冷战

后几乎全部退役。当前的战术核力量
仅由携带核重力炸弹的 F-15E 双用途
战斗机组成。目前，美国正在使前沿部
署的 F-35A战斗机具备核打击能力，以
替换老旧的 F-15E。

美国这种通过发展核武器以“降低”
核风险的逻辑明显站不住脚。试问，如
果坐拥世界上最强大武装力量的美国，
仍然觉得自己不安全，那是否意味着其
他国家更有理由发展核武器以保卫自
己？这无疑是一个极易形成新一轮军备
竞赛的恶性循环。

顿然消失的“防火墙”

发展低当量核武器，降低核武

器使用门槛

相比奥巴马政府 8 年前发布的版
本，特朗普政府的这份《核态势评估》报
告，在核武政策上主要有两处调整：一是
提议新建以低当量弹头为主的核战力，
二是寻求放松核武器使用条件。

报告除了承诺将实施奥巴马政府“维
系和替换”核武库的几乎所有计划外，还
呼吁采取“添加措施”，开发两种可由潜艇
发射的小型核弹头，一种是新型低当量潜
射弹道导弹，一种是新型潜射巡航导弹。
报告认为，美国目前的低当量核弹头只适
用于空基发射系统，容易被俄罗斯的防空
力量拦截，如果潜艇能配备上述弹头，“未
来将为美国总统提供更多核选择”。

当年，奥巴马政府曾让那些部署于
舰艇上的核巡航导弹退役，以避免以常
规巡航导弹发动的攻击被对方国家误认
为核打击，或者有意曲解并以此为由进
行核报复。而报告则提出要“复活核巡
航导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更为关键的是，核武器本来是只有
在美国和盟国处于“生死存亡”的极端状
况下才会研究使用，但新版报告却提出
了美国在没有遭到核打击的情况下实施
核报复的可能性。报告将“民众、基础设
施、核设施等受到重大的战略性非核打
击”列入极端状况之中，指出美国将允许
动用核武器，回应“针对美国及其盟友和
伙伴的大规模非核攻击”。

问题在于，除了美国公开称作对手
的国家外，任何国家都可被算作其“伙
伴”。而对于美方在何种情形下需动用
核武器，报告并没有给出明确界定，这无
疑会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可能促使
低烈度冲突升级为核战争。

对此，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专家戈
兰伦表示，报告最令人忧虑的地方，是模
糊了核军事计划和常规军事计划之间的
界限，两者之间的“防火墙”明显被移除。

不难看出，美国新版《核态势评估》
报告无视国际社会核裁军呼声，固守冷
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等过时观念，渲染地
缘政治和大国竞争，强化核武器在安全
政策中的作用，背离了和平与发展的时
代主题，一经落实，将会“毒化”当下国际
社会，甚至引发新的对立和核竞赛。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美国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在安全环境判断、核战略选择、核力量发展等方面出现重大变化——

美国新核战略固守冷战思维
■赵小卓

虽然此前的“草稿外泄”事件相
当于给外界打了一剂“预防针”，但特
朗普政府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发
布后，还是在国际社会掀起了一场轩
然大波。

回顾美国核战略的发展史，虽然
名称各异，但其本质一言以蔽之，就
是绝对安全逻辑下的核霸权主义，这
是由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战略文化决定
的。新版报告继承了美国核战略的霸
权主义“灵魂”，同时也打上了鲜明的
“特朗普印记”。在“美国优先”理念
指导下，这份报告披露了美国强化核
实战能力的几种主要途径。

继续推进核武器小型化。

美国在核武器小型化方面一直走
在世界前列。冷战期间，美国就曾在
联邦德国秘密部署可发射核炮弹的无
后坐力炮——只有 34.5 公斤重、代号
“戴维·克罗克特”的M388，其配备
的核弹头重约 23公斤，TNT当量仅为
10－250吨。

美国现有核武库中，小型核武器
主要是B83-1和 B61-11两种核重力炸
弹。根据报告的说法，新型的 B61-12
核重力炸弹预计在 2020 年交付使用，
这将是美国第一款精确制导核弹，可
由 F-15、F-16 及 F-35 战机携带，其
本身配有计算机和制导弹翼，能在钻

入敌方深埋地下的隧道、指挥中心或
武器库后再爆炸。根据目标不同，其
弹头当量可以在 300－50000吨之间调
节，以实现不同的打击效果，最大限
度地减少附带伤害。

俄罗斯方面以及一些美国专家都
认为，这并非是原有武器的“升级
版”，而完全是一种新型武器。换言
之，美国当前所进行的核武器小型化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目的并非
是在受到核攻击后进行报复，而是在
常规战争中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显
然，这是一种降低核战争门槛的危险
举动。

提高核武器的指挥、控制与通讯

（NC3）系统的现代化水平。

报告指出，美国必须拥有一个全
天候的NC3系统。该系统必须保证所
传送信息的完整性，并拥有必要的弹
性和存活力来抵抗核袭击的影响。

美国目前的NC3系统传承自冷战
时期，最后的一次更新还是在 30 年
前。美国军方认为，由于系统部件老
化，在面对 21世纪的新威胁时，必须
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其存活力和效
力。具体包括：加强对网络和太空威
胁的防护、强化对战术预警和攻击评
估的整合、改良指挥部、推进决策支
持技术、整合规划与运营、改进管

理，等等。强化NC3系统的现代化水
平将大大提高美国应对各种核事件的
反应速度。

扩大核选择、调整核部署。

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有一个
危险倾向，就是要“以非战略核能力
提高威慑”，换言之，就是要以低当量
或战术核武器来增强核威慑的可信性。

报告称，要对核武器更新计划进
行“有选择的补充”，以提高美国核武
力的灵活性和应对能力，这是“美国
‘三位一体’核力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的反映”。报告还认为，“扩大灵活的
美国核选择，对于保持对区域性侵略
的可信的威慑非常重要”。这些提法有
点类似于冷战时期肯尼迪政府的“灵
活反应”战略，而历史已经证明，这
一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
是危险的、不可行的。因此特朗普政
府是在不折不扣地开历史倒车。

报告还提出，为了保持可信的威
慑，美国将维护并在必要时提高全世
界前沿部署的核轰炸机和拥有核常兼
备打击能力的双用途飞机（DCA） 的
性能，并将 DCA 由现有的 F-15E 战
机升级为 F-35A 战机。美国还将与北
约合作，维护与提高驻扎在欧洲的
DCA的战备状态、生存能力和运作的
有效性。

美国将进一步强化核实战能力
■李显荣 杨 敏

在核武器领域，美国保持着一系列

“世界之最”。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核

武器的国家，是唯一曾经将核武器用于

实战的国家，也是进行核试验最多以及

世界上核武库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核态势评

估》报告，却充满了一种荒谬的“危机

感”，夸大美国面临的威胁，呼吁加大投

入，研发新型核武器，提高核威慑力。《核

态势评估》报告是美国制定核政策的基

础，报告基调的变化，意味着美国核政策

将出现重大调整，并对国际和平稳定带

来深远影响。

刺激大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大国

之间的战略平衡，对于维护国际和平稳

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加大核武

器投入，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必然迫使

其他大国也相应加大投入、调整政策进

行应对，与美国实现新的战略平衡。

2月5日，美国国务院表示，美俄两国

均在过去7年内履行了《削减和限制进攻

性战略武器条约》要求，将于下个月内交

换战略核武器库数据。这项条约是美俄

元首2010年4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签署

的，规定双方应在7年内将各自部署的核

弹头削减至1550枚以下，部署的运载工

具不超过700件。条约于2011年2月5日

生效。然而，随着美国新版《核态势评

估》报告的公布，这项条约2021年到期之

后命运如何，实在堪忧。毕竟，由于美俄

“新冷战”没有任何改善，自2010年以后，

两国就没有进行过新的核裁军谈判，这

是半个世纪以来最长的一段“空白期”。

严重破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国际

核不扩散的基本约定是，无核国不研制、

不接受、不谋求获取核武器，核大国停止

核军备竞赛、推动核裁军。这两根支柱是

相辅相成的。作为拥有特大核武库的国

家之一，美国对核裁军应负有特殊和优先

责任，应该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创

造条件。然而，美国带头挑起核军备竞

赛，不仅将迫使其他核大国作出应对，还

可能刺激无核国家加快拥核进程，这距离

国际社会的期待实在相差甚远。尤其值

得警惕的是，美国不仅迟迟不批准《全面

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且公开声称必要时

可能恢复核试验；将语义含糊的“对美国

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大规模非核攻击”，作

为美国进行核报复的条件，降低了使用核

武器的门槛。如果该战略得以实施，无疑

将增加爆发核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调整核战略与核政策的主要驱

动力，是追求绝对优势、绝对安全。美国

始终没有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安全是

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

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

家不安全；安全是相互的，谋求自身绝对

安全，就意味着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

最终也不可能给自己带来安全。与核武

器的威力相比，美国这种缺乏对使用核

武器会导致毁灭后果的深刻认识，而企

图通过提升武力谋求军事优势来实现自

身安全的心态，才是最令人不安的因素。

美国把“核大棒”高高举起，一方面反

映出其对自身常规军事实力不再像过去

那样自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看待世界

的观念落后于时代，存在偏差。当前，各

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利益交融不断深

化，营造和平环境、谋求共同发展的意愿

日益增强。但在美国眼中，这个世界是黑

暗的世界。报告开篇，国防部长马蒂斯就

指出：“本评估是在我国历史上一个关键

时刻进行的，因为美国正面临冷战结束以

来最为复杂和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

当年奥巴马政府提出“无核世界”

理念，虽然主要是出于争夺道义制高

点、争取国际支持的考虑，但至少还做

一做样子。现在，特朗普政府将“美国

优先”理念注入自己的核政策，“以实力

求和平”，真是连样子都懒得做了。人

们不禁要问，特朗普政府不惜代价发展

核军备，要把美国带向何处，又要把世

界推向何方？

高举“核大棒”，美国将把世界推向何方
■赵小卓

中国外交部

美国拥有世界最大、最先进

的核武库，却还要大力建设核力

量，将加剧全球战略失衡；发展低

当量核武器，降低核武器使用门

槛，将增大核武器使用风险；抛弃

“无核武器世界”目标，将损害国

际核裁军进程。

俄罗斯外交部

《核态势评估》报告对于美

方在何种情形下需动用核武器

没有给出明确界定，报告中关

于任何对美动用军力的他国都

可成为美国核打击对象的表

述，可能促使低烈度冲突升级

为核战争。

美国《国家》杂志

如果特朗普的政策最终落

地，我们就将发现自己的世界像

冷战时期最黑暗的日子那样恐

怖。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报告让所有非核国家保持平

静的愿望完全成为幻想，只是告

诉世界，美国准备展开核军备竞

赛。

德国《柏林日报》

现在柏林方面担心，美国可

能会在欧洲部署新型核武器以对

抗俄罗斯。这样做的结果将让欧

洲陷入新的核争端。

美国《纽约时报》

小型核武器可能会让核武器

与非核武器之间的区别变得模

糊，从而令其使用更具诱惑力。

美国军备控制协会专家迈克尔·

克莱尔

新版报告较以往最大的区别

在于对核武的定位。在奥巴马政

府时期，核武器是最后手段……

而在此次新版报告中，核武器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

里曼

美国发出的信号是更加重视

核武器，这会让核武器对于那些

核武库较小的国家以及无核国家

更具吸引力。

美国《外交》杂志网站

报告读起来不像是最有效

吓阻美国及其盟友所面临威胁

的报告，而像是在倡导使用核武

器……这不是五角大楼的政策文

件，而是一个强大游说集团的备

忘录。

（闫文博、王建智辑）

《核态势评估》

遭到各方批评

资料来源：《论核战略》 李显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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